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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錄取名單(複試系所)
錄取之正取生請於108年04月09日（二）起至108年04月19日（五）止，辦理驗證、報到手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錄取資

格，其缺額由學系依序通知備取生遞補。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地球科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224410003 劉晏余
224410002 蔡弘竣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地球科學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地球科學組 在職生 正取生：0 名.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0 名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理學組 一般生 正取生：6 名.
126110020 邱資媛
126110027 莊鑫奇
126110013 紀月涵
226110009 李元安
126110061 王逸然

126110026 林恩婷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理學組 一般生 備取生：8 名.
126110043 呂欣蓓(備001) 126110060 黃唐施(備002) 126110002 何桂玲(備003) 126110052 程音筑(備004)
126110031 卓訓維(備005) 126110005 林繼煒(備006) 226110005 許育慈(備007) 126110004 李昀庭(備008)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8 名.
241010005 廖玟琇
241010008 錢韋勳
241010009 李康緯

241010007 張凱勛
241010002 陳輝庭

241010006 劉本賜
241010001 姜建屹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正取生：6 名.
246110005 宋奕儒
246110002 瓦歷斯．浦亞 246110001 劉長興
246110006 黃宏霖
246110007 賴宜鈴

246110003 張上毅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一般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2 名.
247010001 廖玟琇
247010002 洪仲毅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正取生：3 名.
272010002 李欣慈
272010003 高振瑋
272010001 陳祐豪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不分組 一般生 備取生：0 名.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6 名.
277020001 吳鎮耀
277020002 李金榮
277020008 張淑惠
277020009 游政裕
277020007 蔡翼鍾
277020012 周秀美
277020016 蔡淑婷
277020017 張靜惠
277020010 蔡安秀
277020005 張韶芹
277020014 張育瑋
277020011 藍佳欣
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277020015 林泳辰
277020006 林玉真
277020013 劉川裕
277020003 謝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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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4 名.
278020009 殷宏源
278020011 王秋瓊
278020002 劉美慧
278020003 蔡東宏
278020006 鄭倚真
278020004 梁群聖
278020015 簡旭輝
278020001 陳威宏
278020005 黃國洲
278020013 劉正中
278020014 李宥希

278020016 甘知育
278020008 呂明瑾
278020007 楊莊昊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23 名.
279020019 張子菁
279020002 俞坤成
279020023 李佳穎
279020004 黃俊雄
279020009 陳隆
279020007 游楊輝
279020011 李承翰
279020017 李衍成
279020014 林顯銳
279020013 程哲瑋
279020010 黃達祥
279020008 劉鳳英
279020005 陳秀珠
279020018 黃琦瑋
279020020 劉瓊蔘
279020022 陳彥賦
279020003 高輝雄
279020006 詹育昇

279020012 葉麗芸
279020001 許博雅
279020016 林志忠
279020024 張志賢
279020015 楊鴻毅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5 名.
280020003 廖毓強
280020005 林采晴
280020008 胡龍雄
280020001 洪秀香

280020002 杜華婷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9 名.
281020004 施政延
281020009 馬志政
281020005 楊智彰
281020006 鄭惠美
281020001 張仁福
281020010 黃夏凡
281020002 陳稚樺

281020007 郭旭芬
281020003 蔡金妹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27 名.
282020014 李小君
282020020 簡月蓉
282020002 王室媛
282020017 楊君
282020025 張珮嘉
282020029 張維興
282020011 李紀瑋
282020009 余匡世
282020007 林冠吟
282020027 林春珠
282020024 李文傑
282020013 許健于
282020012 劉家源
282020005 賴恩庭
282020001 田育萍
282020003 林奎言
282020008 范明鳳
282020004 鄭哲鈞
282020010 林美琪
282020026 朱鵬宇

282020021 蘇巧畇
282020022 游政易
282020018 陳煜君
282020028 吳美蒨
282020019 徐青憶
282020006 吳佳澐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正取生：10 名.
285020002 許 榮哲
285020012 李自暐
285020004 張園愷
285020011 莊智帆
285020008 張韶芹
285020009 陳淑蓉
285020006 林耀興
285020001 毛皓亞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不分組 在職生 備取生：0 名.

285020010 張婷婷
285020005 林艾華

